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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两高”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284.74元
新华社北京电 最高人民法院
16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2018年5月
16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
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
每日284.74元。
同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
诉检察厅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检察
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
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

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284.74元，
该标准较上年度增加25.8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
“侵犯公民人
身自由的， 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
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
计局2018年5月15日公布，2017年全
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数额为74318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的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自
2018年5月16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
件时按照上述标准执行； 各级检察
机关自5月16日起，作出国家赔偿决
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执行
新的日赔偿标准。
陈菲 罗沙

经济运行内在稳定性有效提升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运行热点问题
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怎样？ 如何
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一带一路”
建设有哪些新成果？ 针对中国经济
热点问题， 在1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
孟玮进行了回应。

经济运行内在稳定性有效提升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4月份经济运行延续了稳中向好
的态势。 国家发改委16日发布的多
个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态势。
在用电量方面，4月份，全国全社
会用电延续一季度快速增长态势，同
比增长7.8%，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1.8
个百分点。 1至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
电量2.1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9.3%，
较去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
在物价方面，4月份CPI环比下
跌0.2%， 同比上涨1.8%，1至4月份
平均同比上涨2.1%。 4月份PPI环比
下跌0.2%， 同比上涨3.4%，1至4月
份平均同比上涨3.6%，多数行业出
厂价格环比走势平稳。
“总的来看，当前价格总水平平
稳运行，上下游价格走势趋于协调，
重要工业品、 农产品价格保持相对

福彩直通车

稳定， 这与我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
态势是相适应的， 反映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供求关系
趋于改善， 经济运行内在的稳定性
有效提升。同时，也为继续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更加积极主动推动
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了
良好环境。 ”孟玮说。

进一步降低物流和电价成本
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2017年，
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为
14.6%， 连续5年下降；2018年一季
度进一步降至14.5%， 但仍高于主
要发达国家8%至9%和新兴经济体
11%至13%的水平。
“
这既与我国产业结构和人口、
产业空间布局有一定关系， 也反映
出我国物流成本高、 效率低的问题
仍然比较突出。 ”孟玮说。
她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
会同相关部门研究提出一批新的政
策措施， 进一步推动降低物流企业
经营成本。 5月1日起交通运输业增
值税率已降至10%。 目前，国家发改
委正协调推动其他政策措施出台，
为物流业降本增效和创新发展创造

南通福彩网 http://ntfcw.tt17.com/

“
快 3”亿元派奖震撼来袭！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快 3 游戏的支持， 经省福彩中心研究决定， 开展 "
快 3" 游戏 1 亿元大派奖活动，时间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5 日，若期
间 1 亿元用完，则活动次日停止；若 6 月 5 日最后一期结束后 1 亿元派奖
奖金未用完，则派奖时间顺延至 1 亿元用完后次日停止。
派奖活动期间，三同号单选奖金由 240 元增加至 300 元；三同号通选
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 元；二同号单选奖金由 80 元增加至 100 元；二同
号复选奖金由 15 元增加至 19 元； 三不同号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 元；二
不同号奖金由 8 元增加至 10 元；三连号通选奖金由 10 元增加至 12 元；和
值 4、17 奖金由 80 元增加至 100 元； 和值 5、16 奖金由 40 元增加至 50
元；和值 6、15 奖金由 25 元增加至 30 元；和值 7、14 奖金由 16 元增加至
20 元；和值 8、13 奖金由 12 元增加至 14 元；和值 9、12 奖金由 10 元增加
至 12 元；和值 10、11 奖金由 9 元增加至 11 元。
“快 3”游戏是一种以 3 个号码（每个号码为 1 至 6 自然数之一）组合为
1 注彩票进行投注，9 分钟销售，1 分钟开奖，每期随机生成三个号码，作为
开奖号码。 此前已陆续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派奖活动，相信这次派奖必将
给江苏彩民带来更大的惊喜和实惠。

福彩双色球

吉缘中介

2 元可中 1000 万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万濠华府 9/18 4/2 195m2 毛坯 启秀学区
445 万
中高公寓 5/16 4/2 164m2 濠装 南车库 20m2
268 万
外滩花苑 4/18 2/1 95.84m2 车库 9m2 有钥匙
125.8 万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18m2 十 12m2 阳光好 南北通透 启秀学区 226 万
万象北园 7/7 2.5/1 71.6m2 设施全 毛坯
49.8 万
虹桥新村 5/5 1.5/1 55m2 全新装潢 有钥匙
45.5 万
将军园 4/7 3/2 110.4m2 新装潢
123.8 万
城港新村 3/6 1.5/1 58.5m2 装潢
48 万

更好条件。
此外，在电价方面，孟玮介绍，5
月1日起，国家发改委再次降低一般
工商业电价，涉及降价金额约216亿
元， 可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每千瓦
时2.16分。

已有不少西方跨国公司参
与共建
“
一带一路”
孟 玮 说 ， 共 建“一 带 一 路 ” 倡
议是一个开放、 包容的国际合作
平台， 中 国 始 终 秉 持 共 商 、 共 建 、
共享的原则，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和市场化运作， 欢迎世界各国参
与。 目前，已有不少西方跨国公司
参与其中。
针对
“一带一路”有关建设项目
信息公开问题，孟玮说，“一带一路”
共建的项目主要是商业项目， 是企
业的市场行为。“中国倡导的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不搞封闭排他的
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
共建‘一带一路’的市场很大，足以
容得下各国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其
中，共同把‘一带一路’蛋糕做得更
大，使全世界人民共同受益。”她说。
新华社记者陈炜伟 安蓓

体彩开奖
5 月 16 日 21 ：38
大乐透第18056期
2、4、16、28、34+5、7
排列5第18129期
9、8、2、4、3

福彩开奖
5 月 16 日 21 ：48
七乐彩第2018056 期
1、5、14、21、22、23、29＋15
东方6+1第2018056期
1、0、9、1、4、0＋猪
15选5第2018129期
4、8、10、12、13
3D第2018129期3、5、6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东方菜场 5/ 电 139m2 3 南 2 厅 简装 空双学位房 289.9 万
虹桥东村 1/ 车 131m2 3-2 厅 简装 16m2 北车库 123 万
江海名苑 16/ 电 156m2 3-2 厅 精装 空学位
468 万
虹桥新村 4/6 91 5m2 3-1 厅 简装 位置好
73 万净
城南小苑 4/6 118m2 3-2 厅 中装 朝晖一附
132 万
学田苑 3/6 131m2 3-2 厅 新精装 拎包入住
178 万净
华能大厦 11/ 电 67m2 2-1 厅 新精装 拎包入住 62 万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濠南君邑 11/电 2 室半 100m2 精装双学区房
290 万
城山路 10 号 3/电 3 室南 126m2 看濠河双学区房
310 万
紫竹苑 3/6 层 2 室半 100m2 毛坯南车库 10m2
149 万
都市华城 8/电 3 室 2 厅 2 卫 141m2 精装车库 12m2 246 万
苏建花园 17 层楼中楼 147m2 加阁楼车库 17m2
300 万
353 万
文景嘉苑 13/电 168m2 纯毛坯【地铁口】
友谊公寓 11/电 3 室 2 厅 2 卫 159m2 精装车位
308 万
71.8 万
新建新村 4/6 层 1 室一厅 46.5m2 学区房

滴滴公布阶段整改措施

车主接单前须人脸识别
晚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网报
道， 滴滴公司16日午间公布顺风
车阶段整改措施， 备受舆论关注
的顺风车用户标签和车主评价功
能全部下线， 车主每次接单前需
进行人脸识别， 最大限度杜绝私
换账号的可能性。
在继续评估夜间顺风车合乘
双方安全保障可行性的同时，顺
风车暂停接受22点-6点期间出

近66万辆奥迪被召回
本田CR-V召回13万辆
晚报综合消息 据新京报报
道，5月16日， 一汽-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因发动机辅助
冷却液泵存安全隐患， 决定自
2018年6月6日起， 召回缺陷汽车
共计659049辆。
其中包括，一汽-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进口的生产日期为2011年
11月7日至2013年11月8日的部分
2013 -2014 款 奥 迪 A4 Allroad、
2012-2014款奥迪A5汽车， 共计
20278辆;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自2011年5月3日至2016年1月17日
生 产 的 部 分 2012 -2015 款 奥 迪
A6L、2013-2014款奥迪A4L和奥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世纪新城 2/6 一室阳光厅 80m2 车库 10m2 豪装
115 万
天安花园 7/11 四室阳光厅二卫 195m2 车位另算 景观房 豪装 480 万
星湖花园联体别墅 1-2/2 别墅 355m2 豪装 靠湖边
680 万
江景苑 4/ 电 三室二厅二卫 134m2 车库 31m2 毛坯 阳光好 190 万
2
2
东郊庄园单体 1-2/2 单体别墅 425m 另外扩建 150m 毛坯 630 万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82m26.5 万 / 年 多套 6 米宽 4 米高 162 万
五洲国际店面 1.4 店面 4 楼一层 3200m2 1 楼店面 136m2 2500 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862750368
13921619305

文峰怡景苑连体别墅，建 217m2 豪装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 680 万元
濠河名邸 10/18 楼 建 164m2 精装 景观很好
385 万
金鼎湾 X/ 电梯，建 154m2 豪装 中央空调 阳光好
366 万
苏建花园城 16/17 楼，建 115m2+ 车库 + 车位 精装好
216 万
2
时代悦城 9/24 楼 建 112m 阳光很好 开发商精装 稀缺房源 180 万净
盛唐公寓 15/18 楼 建 131m2 车库 16m2 有大税
120.8 万净
林荫水岸 18/18 楼 64/86m2 18m2 车库
115 万

翡翠花苑 3/6 4/2/2 158m2 精装潢拎包入住
启秀花苑（双学区房） X/ 电 4/2/2 166.6m2 精装潢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惠泽苑 7/ 电 2/1 80m2 新坯房位置佳阳光好
2
怡园北村 3/6 3/ 阳光厅 /2 134m2 +20.22m（车库）精装潢
嘉御龙庭 5-6 层复式楼 148m2 全品牌装修，产权车位 1 个

310 万
418 万
188 万
280 万
139.8 万
89.8 万
146.5 万
258 万

盛唐公寓 X/ 电 3-1 122m2 车 15m2 精装
136 万
盛唐公寓 X/ 电 2-2 94m2 车 14m2 毛坯
96 万
颐景苑 4/ 电 2-1 89m2 车 10m2 装修一附启秀学区 142 万
光明新村 5/6 3-1 84m2 精装
85.8 万
光明东村 4/6 3-1 83.11m2 精装 启秀学区
98 万
46.8 万
虹桥南村 3/6 1.5-1 56m2 精装
金桥小区 3/ 车 126m2 车 18m2(南） 精装
146 万

发的订单。 接单在22点之前但预估
服务时间超过22点的订单， 在出发
前会对合乘双方进行安全提示。
滴滴承诺， 顺风车业务的相关
整改措施将在重新上线前全部完
成。 此轮整改，不仅涉及顺风车业
务线， 滴滴全平台还将零容忍严打
“人车不符”， 除要求出车司机每天
出车前需进行人脸识别外， 平台还
推出有奖举报人车不符。
唐颖

综艺大厦 18/25 62m2 濠河边稀缺朝南景观房
名都 10+11/ 电 复式楼中楼 279m2 精装二附启秀双学区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精装空学位
王府大厦 7/30 72m2 三学区
裕丰大厦 5/ 电 124m2 3-2-1 精装拎包住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段家坝花苑 3/6 135m2 三室 L 厅 10m2 车库 有外墙砖
和盛林荫水岸 11/ 电 138m2 车库 50m2 港闸毛胚新房

98 万
600 万
286 万
200 万
268 万
282 万
178 万
150 万

迪Q5汽车，共计638771辆。 蔡妍霏
又讯 5月16日， 东风本田汽车
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18年5月
22日起，召回2017年2月14日至2018
年2月27日生产的搭载1.5T发动机
的部分2018款思威(CR-V)汽车，共
计130455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
设计原因， 车辆持续在低温环境下
短距离行驶时， 发动机机油液面会
增高， 机油液面增高到一定程度时
会出现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如
果在这种状态下持续运行车辆可能
造成发动机损坏，存在安全隐患。
张洁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第九园联排别墅 328m2 坯 低价仅限本月
385.8 万各付
444.8 万各付
第九园联排别墅边套 376m2 毛坯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 270m2 有地下室，两个车库 坯 399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边户 285m2 毛胚大花园
455 万各付
优价别墅另有万科白鹭郡，九里香堤，顺发御园 等多处
丽景花园 158m2 车库 27m2 精装
365 万电梯房中层
望江楼 5/7 78m2 精装 拎包入住 二附 城中 三中 208 万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